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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 精华 

2020面对困局的策略  

新皮袋婚姻：夫妻四座山（四）  

一、妻子第四座山：信心之山 - 相信丈夫会成功（创2：18） 

神说男人独居不好，所以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，就是女人。神特别安排女人帮
助丈夫成功。 
 

因为我们相信神，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丈夫会成功。对神有相信是爬信心之山的
拐杖，妻子要如此帮助丈夫直到成功。丈夫成功的秘诀是相信神，因为神不失败。
这是爬―信心之山‖的基本条件。 
 

A）继续相信：如果老公没成功，一定是我不信他会成功（伯2：9、3：1、斯6：
12-13、可9：23） 

如果丈夫没成功，一定是妻子不相信他会成功。妻子信心的眼光很重要，这信
心眼光到哪里，丈夫便能走那里。妻子用信心看得越远越宽，丈夫越能提升。 
 

B）活出命定：如果老公真的没成功，那就是我不懂帮助他成功 
（箴21：9、19；27：15） 

如果丈夫真的没成功，那就是妻子不懂得帮助他成功。妻子都想帮助丈夫成功
的，但往往因丈夫还未成功，便会用发怒、埋怨、愁烦、争吵，结果丈夫越躲越远。 

 

妻子要发挥帮助者的智慧，赞美和欣赏丈夫的长处，并遮掩他的短处，也要用
爱去遮掩、医治和认同他的痛处。同时，要冲破他的底线，使他扩展异象。 

 

C）忍耐等候：如果我相信老公，我帮助老公，但是他仍然没成功，他只是还没成
功（雅5：7-8）  

如果妻子相信和帮助丈夫，但他仍然没成功，这只是他还没成功。等候丈夫成
功要像农夫等候出产一样耐心，因为该做的都做了，就要耐心等待，好像等候耶稣
再来一样，等候也是信心的表现，因为神所创造的必会成功，丈夫一定会成功。 

 

D）坚持到底：总之，老公一定会成功，这句话一定会成功（创18：17-18）  
妻子看丈夫要如神看亚伯兰一样，用永恒眼光看丈夫。妻子要有―相信到底‖的眼

光，坚持到底的必然成功，就如神看我们一样。总之，丈夫一定会成功。 

 
二、丈夫第四座山：拥抱之山 - 拥抱妻子的对立（创2：23-24）  
A） 她站在我前后左右 

太太站在丈夫的前后左右，所以妻子看得清丈夫的问题和盲点。若丈夫肯听妻
子的意见，便能进步和突破。 
 

B）她与我意见不同 
 我们都是按神形象创造的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。若与妻子对立，就是待

她如对手。如果丈夫是重量级拳击手，妻子也一样是。一个球队若要提升，便要找
与他有相同等次，或更强的球队来比赛。妻子的对立其实能帮助丈夫提升，被对立
就是突破和提升的时刻。 

 

妻子要勇敢起来撞击丈夫的盲点，而丈夫要拥抱太太，太太便能成为才德的妇
人。彼此拥抱就产生合一的力量，因为一人追赶千人，二人就能追赶万人。■【本
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4月19日，经编辑组整理成文。】 

◎江月霞牧师、邢志中牧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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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事 报告 

1. 特别报告 

亲爱的GA全体弟兄姐妹，经过核心同工祷告领受又加上客观考量，因着爱和保护
大家，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在马来西亚特别是吉隆坡，有蔓延扩散的报告，为了避
免人流聚集引致疫情扩散的可能，GA611教会所有场地从2020年3月5日开始，暂
停开放，详情如下： 

 
A）各堂崇拜： 

1. 周六Hasava崇拜（4-6pm）有现场直播、主崇则网上崇拜（8:30am & 11am)，
请弟兄姐妹留在家中与家人一同敬拜神。（连接链请查看 www.ga611bol.org） 

2. 周六儿童教会（4-6pm）和周日儿童教会（8:30am & 11am）也将会网上崇

拜，请父母帮助或陪同孩子在家中，一家大小一起敬拜神。（连接链请查看
www.ga611bol.org） 

3. 苗圃崇拜、GA Uni、GA Youth、沙仑玫瑰、香柏牧区、GAIW & GAPW 都暂
停，大家将联合Hasava崇拜的时间或主日两堂崇拜的时间进行网上崇拜。 

 
B）教育装备中心网上课程复课报告： 

1. 第19届《MG12小组长训练》（初阶）， 9/5–20/6（六），10-11:30am，课

程费用： RM10 （7堂），报名截止日期：8/5 （4:30pm）。 
 

按立小组长必修课；本课程由邢志中牧师和教师团队授课，使你承传GA611

教会的基因——―人人带小组‖，成就耶稣叫你―使万民作我门徒‖的呼召。 
 

 
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报名资格： 已修毕《遇见神营会》、《长大成熟》、《天国精兵》及《苗圃8福》课程，并有组长的推荐。 

 
C）晨祷直播连接链： 

1.晨祷现场直播，弟兄姐妹可在家同步晨祷。（http://www.youtube.com/c/ga611tv） 

 
D）小组 

1.教会不会开放场地供小组，亦暂不鼓励组长开放家里供小组，建议改为Zoom 

Cloud Meetings网上小组。 

 
E）奉献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

1. Public Bank 3133173103（什一和奉献） 

2. Public Bank 3133173334（建殿） 

*   银行代码：PBBEMYKL 

*  备注：请保留转账收据直到崇拜恢复如常。你可以将收据投入任何崇拜的奉 

献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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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报名表格：
https://forms.gle/PhV6H99PPgn62ZNP9 

 

课程费用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
Centre (Public Bank 3133173103) 
  
* 银行代码：PBBEMYKL 
* 备注： 
1) 转账时请注明：EC MG12CLT 
2) 请将转账收据 Whatsapp 给 012-866 2523 

（钟惠欣实习同工） 

https://forms.gle/PhV6H99PPgn62ZNP9


牧区 报告 

各牧区与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

时间 牧区 / 聚会 地点 负责人 

周日  

8:30/ 

11am 
成人崇拜 直播 

江月霞主任 

牧师 

9am 菲律宾崇拜 暂停 
何丽嫦实习 

传道 

儿童教会主日崇拜 

―星‖起发光，迈向复―星‖，欢迎4-12岁孩童！  

     8:30am、11am，直播。 

咨询：谢瑞庄实习传道 

11am 印语崇拜 暂停 洪佩娴传道 

周三 

沙仑玫瑰，恢复生命的色彩 

   《生命树、生命河》系列暂停 

咨询：洪佩娴传道 

周六 

香柏崇拜暂停 

        咨询：李新财传道 

4pm GA Uni 暂停 黄国成传道 

4pm GA Youth 暂停 张伟良牧师 

新灵崇拜，您心灵的驿站 

《生命自由》系列暂停。 

咨询：杨慧君传道 

极丰极盛崇拜（Ha Sava） 

       4-6pm，直播。 

咨询：邓榕钧牧师 

儿童教会周六崇拜（4-12岁） 

  ―星‖起发光，迈向复―星‖，欢迎4-12岁孩童！ 

4pm，直播。咨询：谢瑞庄实习传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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祷告 焦点 

个人与家庭 
1) 求主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看见神国度的实况，而非定睛在世上的虚假和

无价值的事物。使我们能按神的心意祷告。 
2) 求主使我们渴慕神的道，遵行他的话。 

 
 

列国与疫情 
1) 感恩我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渐受控制，求主继续保守我们，宣告疫情尽快

结束，让我们可以早日复工复学，经济也可以早日恢复稳定。 
2) 求主赐恩使疫苗早日成功研发面市，全球疫情早日过去。 
3) 继续为我国政治祷告，求主掌权建立廉政，蒙神祝福。 

 
 

教会与福音 
1) 教会装备课程即将以线上开课，求主让我们在仿佛被困的同时，依然渴

慕受装备，生命继续成长。 
2) 求神的能力更大运行，所有线上信息和崇拜都充满神的同在。为每位参

与节目和制作的牧者，同工和弟兄姐妹祷告，求更多的恩膏和创意，让
神的道更有效被传开。 

祷告会时间表（网上祷告） 

 早祷：10am-11am / 晚祷：3-4pm           咨询：郑晓颖牧师 03-7956 77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周次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周次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

每周三 
12:30-

1:30pm 

以萨迦的
恩膏 

伍凤洁
姐妹 

每周四 
11am - 

1pm 

城市、教
会与家庭 

陈彩云
姐妹 

每周三  
1:30 - 

2:30pm 
圣地 

高月群
传道 

每周五  
2:30 - 

3:30pm 
新圣城 

黎彩萍
姐妹 

每周三  
8:30 - 

10:30pm 

拿细耳人
祭坛 

杨蕙芳
姐妹 

每周六 
12 - 

12:30pm 
复兴火苗  

谢瑞庄
实习 

传道  

祷告焦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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